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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国内知名科技公司之一，已连续两届
参加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智博会），其董事局主席马云也
是两次出席并发表演讲。

阿里巴巴对智博会的青睐不限
于此。“重庆的机会是我们每个人的
机会。”本届智博会上，阿里巴巴与渝
中区、乌巢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将在该区落户阿里数字经济产业
园。

一系列举动透露出，重庆，正成
为阿里巴巴智能化发展战略布局的
重镇。

打造数字产业发展和应用
示范高地

此次阿里巴巴与渝中区、乌巢科
技有限公司签约的阿里数字经济产
业园项目，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
市场运营为原则，以“为经济赋能、
为生活添彩、为管理增效”为目标，
推动大数据在政用、商用、民用领域
的运用。

产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入驻企
业的支持，在这方面阿里巴巴也提前
做好了规划。

根据协议，该项目公司核准设立
之日起两年内，园区将引入15家规
上企业在产业园落户独立结算运营
的分支机构；五年内落户园区分支机
构达到规上企业标准的不少于 15
家。

目前，该项目已锁定了十余家意
向公司，如阿里生态系进出口商贸公
司等。

阿里巴巴要打造“智能重庆”

阿里巴巴与重庆的合作可追溯
久远，但若说起双方在大数据智能化
产业上的“大规模”合作，还是在
2018年。

2018年1月，重庆与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
渝设立区域中心，打造基于“城市大
脑”的“智能重庆”。

具体而言，阿里巴巴方面将在重
庆成立智能重庆中心，并在经济发
展、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三大领域深
入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融入重庆的智
能化建设。

重庆区域中心主要围绕9大产
业功能平台进行总部平台建设，包括
智能制造平台、物联网平台、智能网
联汽车、新零售、新金融、城市数据大
脑、人才培训、新外贸合作、创新中心
和双创基地等板块。

这次签约，开启了阿里巴巴与重
庆战略合作的第一步，也开启了双方
在智能化大数据方面的资源互补、互

惠共赢。
一年多以来，阿里巴巴持续在重

庆投入，积极建设“智能重庆”。
同时，阿里巴巴在重庆设立的区

域中心，也在积极发挥作用，助力重
庆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比如，今年7月，两江新区宣布
与阿里巴巴在重庆的区域中心携手，
将依托阿里云城市大脑的核心技术，
打造智能城市数字平台项目。该项
目将主要构建城市云平台、数据资源
平台、城市业务中台和城市AI中台
等应用。

以城市服务为例，该平台将充分
整合城市服务相关的各业务领域及
部门数据，促进两江新区政务服务平
台向便民服务延伸，提高市民和企业
的办事效率，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的目标。

阿里巴巴全业务落户重庆

今年7月，阿里巴巴重庆智能中
心方面表示，目前，阿里巴巴旗下阿
里云、B2B、零售通、口碑、大麦、阿里
影业、蚂蚁金服、菜鸟、阿里集团客户
体验事业部等经营团队，所有业务均
已落户重庆。

多种业务形态，从不同领域为重
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助力。

“淘香甜”是阿里巴巴的农村电
商业务，主要依托阿里的平台优势，
将消费端的数据、评价，反馈给供给
端，倒逼农户和公司进行技术和供应
链改造。去年“淘香甜”推动奉节脐
橙种植150亩，今年种植面积扩大到
450亩。

支付宝城市服务的公共服务板块
已与重庆的公安、人社、税务等多部门
合作，上线300余项服务，让市民可以
在网上实现查办缴等便民功能。

2018年底，蚂蚁金服与重庆探
讨区块链创新，帮助重庆实现企业开
办业务区块链化改造，把企业开办业
务涉及的机构搬迁到区块链上，简化
了流程，使企业开办业务时间从过去
十几天缩短到了三天。

同时，蚂蚁金服也在协助重庆积极
探索区块链电子证照，以及一般社会投
资建设项目的区块链化改造，预计到
2020年，重庆能够打造整套的政务服
务和市民服务的区块链应用体系。

钉钉在教育领域为重庆进行智
能化升级。今年3月，钉钉推出未来
校园计划，重庆已有市铁路中学、市
七十九中学、白市驿二小等学校加入
了该计划。

阿里巴巴方面称，目前，集团旗
下各类业务都在围绕“智能重庆”战
略，积极参与重庆在大数据智能化领
域的建设，双方的合作也将持续深
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智能化，
正在成为重庆汽车产业的一张亮眼
名片。9月5日，在第二十二届成都
国际汽车展览会上，长安、欧尚、东风
风光、斯威等品牌的多款智能新车型
上市或亮相，引发参观者与业内人士
的热切关注。

9月5日，长安CS75PLUS在成
都车展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6款车
型。CS75PLUS在智能化方面最大
的亮点是搭载了行业首发的遥控代
客泊车系统APA5.0，停车时车内人
员可先下车，车辆会自动寻找前方20
米以内车位并泊入。

在成都车展首次亮相的东风风光
E3 EVR(增程型)同样吸睛无数。该
车型采用全新一代智能增程技术，可
实现综合续航达950公里以上。同
时，该车型还搭载全新一代超级智能
网联系统4.0，可通过App远程控制，
并具备高灵敏语言识别功能。

长安欧尚X7和欧尚科赛GT也在
本次车展中亮相。其中，欧尚X7搭载
了人脸识别系统，可以通过红外摄像
头扫描人脸，无需钥匙就可进入车内。

斯威汽车在成都车展正式上市
了SWM斯威G05，作为SWM斯威
旗下 G 平台打造的首款 7 座中型
SUV，G05搭载了升级的E-go3.0车
联网系统，配备智能语音控制、驾驶
辅助、自动驻车以及高清360全景影
像等主被动安全系统，通过智能技术
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成都车展上

多款“重庆造”智能汽车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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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探智能产业“新引擎”⑥

阿里巴巴重庆智能中心助力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快速发展。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9月
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教
育局获悉，该区已为42所中小学及
公办幼儿园配置了65间人工智能
机器人教室，从本学期开始，在中
小学中开设人工智能课程。

“你给他指令，小狗会眨眼睛、
唱歌、摇尾巴。”9月4日，两江新区
星湖学校信息技术教师王小江给
学生们演示了机器狗的操作方式，
引得学生们连连赞叹。该校校长
张先彬称，从本学期开始，学校每
个年级每周都会开设人工智能课
程，学生们可以在机器人教室体验
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语音交付、
机器视觉识别等），学习创意模型
搭建、图形化编程和机器人动作编
辑等。

目前两江新区已为辖区内的
42所中小学及公办幼儿园配置了
65间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215个
优必选CRUZR机器人，对100名
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教师开展了
集中培训，推动乐聚与10所中小学
联合打造了人工智能创客实验室，
在中小学开展了标准教材编程教
学。

“未来，机器人以及各类智能设
备将会进入千家万户。人工智能编
程将会像使用电脑一样，成为人们
工作生活的必备技能。”该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称，少年儿童通过学习
编程来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帮助
他们理解周围的数字世界。

两江新区将着力推进智慧校
园建设，将机器人编程和STEAM
课程纳入 3：30 课后服务。各中
小学将从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教学
入手，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启蒙
教育；让每个学生学会与智能工
具打交道，以培养他们计算思维、
创新思维等信息时代的基本素
养。

通过学习编程锻炼学生思维能力

两江新区中小学着力推进人工智能教育

去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
校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行 动 计 划》的 通
知，提出到 2020 年建设 100 个“人工
智能+X”复合特色专业；编写 50 本
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教材、建设 50 门人工智能领域
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立 50
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
究中心。

去年 9 月，继浙江、北京、山东、
江苏等地后，重庆市教委下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编程教育的通知》，明确
要求：中小学要开设编程教育课程，
小学 3-6 年级累计不少于 36 课时、

初中阶段累计不少于 36 课时，各中
小学至少配备 1 名编程教育专职教
师。小学阶段以体验为主，通过游
戏化教学、项目式教学等形式，感受
编程思想。初中阶段以高级程序设
计语言为工具，将实际问题解决与
算法思想形成联结。高中阶段则需
掌握一种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知
识。

新闻链接

9月6日，两江新区星湖学校，孩子们正在和新来的智能机器人教学助理亲密接触。 记者 罗斌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9月8日
晚，2019重庆夜市文化节在南滨路烟雨
公园举行颁奖典礼，由大众投票产生的

“奇、雅、潮、美、辣”五大类特色夜市街
区正式揭晓，沙坪坝区磁器口·沙磁巷
等6个夜市街区上榜。

这 6 个夜市街区分别是：最奇街
区——沙坪坝区磁器口·沙磁巷，最雅
街区——南岸区壹华里，最潮街区——
江北区大九街，最美街区——渝中区洪
崖洞，最辣街区——江北区鎏嘉码头、
较场口夜市。

另外，本届夜市文化节还评出了优
秀组织奖、十大优秀活动、诚信服务商

家及人气商家等奖项。其中，沙坪坝
区、南岸区、江北区、巴南区、渝北区、九
龙坡区、北碚区、合川区、荣昌区及江津
区等10个区的区商务委，摘得“2019重
庆夜市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荣誉。同
时，这些区举办的夜市活动，因特色鲜
明、群众广泛参与，对夜市经济发展的
成效显著，荣获“2019重庆夜市文化节
十大优秀活动”荣誉。

据悉，各区县特色活动及各夜市街
区的主题促销活动将持续至 9月底。
市民可通过关注重庆夜猫族微信公众
号，继续了解重庆夜市文化节的精彩内
容。

重庆评出五大类特色夜市街区
磁器口·沙磁巷等6个街区上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6日至
8日，第二届金佛山·绳命LifeLine国际
绳索救援邀请赛在南川金佛山南坡举
行，来自中国、德国、比利时、韩国、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的13支救援队，展开了激
烈的绳索救援比拼，上演一场力与美、
勇与险的“空中芭蕾”。

本次邀请赛由市体育局、南川区政
府主办。所谓绳索救援，是利用绳索将
伤者或被困者从被困环境带到安全位

置的技术系统，是目前消防及救援队伍
中实施抢险救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
法，多应用于登山、攀岩、崖壁、城市、高
空、溪谷等情景，如救援因山洪暴发被
困滩涂的人员、失足跌落沟谷的驴友
等。

最终，日本青森县消防队、中国佳
合雷霆救援队、德国特种救援队、中国
台北高雄绳索救援队、比利时那幕尔消
防队获得前5强。

金佛山·绳命LifeLine国际绳索救援邀请赛举行

13支救援队上演“空中芭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8日是
白露，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市
局部地区仍有大雨乃至暴雨，山体滑坡
风险较高。

从7日夜间开始，重庆多地迎来强
降水。受降雨天气影响，全市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仅介于24-29℃之间，体感十
分舒适。

未来三天这样的舒适将继续，9日白
天，中西部偏南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余地
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
温22～30℃，城口及东南部20～29℃。

主城：中雨，气温24～27℃。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中西部和东

南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
地区阴天有分散阵雨。大部分地区气
温 22～31℃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0～
29℃。主城：阴天有阵雨，气温 25～
29℃。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偏西偏南
地区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大部分地区气温23～36℃，城口及东南
部21～32℃。主城：多云有分散阵雨，
气温25～32℃。

今明两天我市局部仍有大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推进和
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现将本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敬请社
会各界人士提出相关意见。

一、项目概况
工程通过新建长江、嘉陵江等提水工程

向渝西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兼顾改善受水
区河流生态环境用水，并退还被挤占的农业
灌溉用水。工程由泵站、输水管线和调蓄水
库三部分组成，到2030年新建提水工程供水
量9.83亿立方米，其中城乡生活4.62亿立方
米、工业用水5.21亿立方米。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期限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http://www.cqstjt.

com/s/details?id=f7dc9652eaff46f0aba51f78bc7a712f）
及现场查阅（查阅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
道2号财富A座24楼13室）浏览报告书全
本，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时间为2019

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3日。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重庆市渝西

地区，包括沙坪坝、九龙坡、 北碚中梁山以
西区域、江津长江以北区域、以及合川、永川、
大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等区域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http://www.cqstjt.

com/s/details?id=f7dc9652eaff46f0aba51f78bc7a712f）
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并将所填写的表格
发送至邮箱：281849629@qq.com，或邮寄至
项目业主单位。

五、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2号

财富A座24楼13室
联系人：蒋先生
联系电话：023-60361880

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的机会是我们每个人的机会

阿里巴巴“智能重庆”蓝图在延伸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余大凯

本报河南郑州电 （记者 杨铌
紫）9月8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奥体
中心盛大开幕。开幕式上，近万名来自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运动健儿齐聚中原
一展风采，34个参赛代表团逐一亮相
并分别呈现具有地域特性和民族特色
的表演，其中重庆代表团驻停表演了
《太阳出来》。

在欢呼声中，重庆代表团运动员精
神饱满地走过主席台，并进行30秒的驻
停表演《太阳出来》。在欢快的《太阳出
来喜洋洋》音乐伴奏中，32名土家族运
动员身着红色上衣、黄色下装，每人手拿
一条4米长的黄色绸带，一边舞动身体
一边挥舞绸带。热情激昂的表演，不仅
展示了重庆各民族团结融合的风貌，也
体现了重庆各民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
努力进取的体育精神。

开幕式文体展演分为“礼赞中华”
“出彩河南”“拥抱梦想”3个篇章，节目
取材自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项目，用全新舞台技术手段包装少数民
族传统文化，做到文化和科技、内容和形
式的深度融合创新，展现了全国各族人
民幸福生活的场景。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我
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综合
性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是展示民族传统
体育成就和运动技术水平、弘扬优秀民
族文化的重要平台。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9月8日至16日
在郑州举行，共有17个竞赛项目、194
个表演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台湾
少数民族共34个代表团、7009名各民
族运动员参赛，参赛队伍和参赛人数均
为历届之最。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重庆代表团驻停表演《太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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